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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藝術廊結集
除了Michael Lua帶來當今互聯網帶來的矛盾展覽外,在上半年也有着不 少本地及國際級的
藝術展覽,Art Basel已不在話下,緊隨在3月中更有久違的 楊學德個人展,另外還有
《TOUCH》力捧的「新本土創勢力」幾位年輕 artist 的聯展,創作人背後的辛勞,用上美麗
的成果讓你大開眼界,舉起手撐啦。

《海港》楊學德畫作展

 

本土最強漫畫家之一的阿德,終於返嚟香港開個人展喇!香港 一直以來都在急速改變,維多利
亞港兩岸的面貌,每隔三數年間便 換上新顏,本地畫家楊學德以《海港》為主題,創作出一系
列描繪 維港各時代景觀的畫作,圍繞着某些時刻某些環境中的的各樣人、 事、物,以情入景,
今次展覽展出近 40 幅楊學德從未展覽過的畫 作,亦是阿德在幾個月來一口氣完成的畫作,創
作全新一系列描繪 維港各時代景觀的畫作,下期《TOUCH》仲會同大家詳盡報道!

日期:3月17日至4月4日 
地點:海港城海洋中心二階 207 號舖

Art Basi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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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Ko Sing、Miloza、009、Messy Desk、Partents Partents和Brainrental 6位香港年輕
畫家的聯展,眼見當下藝術 展銷會如雨後春筍般興起,香港也成為文化之都,但除了經濟效
益以外,藝術應該產生社群合作與對話的功能,建構文化身分與 自我意識,以一些輕鬆諷刺
手法回應。同場更有最新一期 Zine 漫畫本,新一期故事為《Snow White》,5 個參與單位
包括 Ko Sing、Ricky Lai、畢奇、Brainrental及Steven Choi,將知佢哋點全新演繹
《Snow White》,買本支持吓就有答案。

日期:3月19日至4月8日 
地點:中環 PMQ

Art Basel 2016

全球藝術作品的重要舞台 Art Basel 再次登陸香港,匯聚 35 個國家 及地區、合共 239 家頂
級藝廊,展出雕塑、繪畫、裝置及攝影等 不同藝術範疇,「藝術探新」區(Discoveries)重點
在於關注新銳 藝術家,將有 24 間畫廊以個展或雙人展的形式推出,包括瓦 Waqas Khan、吳
曾、Jess Johnson 等藝術家的作品。

日期:3月24日至26日
地點: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展覽廳 1,3 

comiX eXchange—漫畫X跨媒介創意展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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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漫畫家與其他藝術媒介的創作人攜手合作,以動漫基地為試 驗場,開展一連六場跨媒
體、跨資歷的《comiX eXchange》展覽, 其中包括社交網絡漫畫代表咳神(Cuson)對上動
畫新潮導演黃炳, 以玩味中帶嚴肅、嚴肅中帶玩味的跨媒體創作。

日期:即日起至3月29日 
地點:動漫基地三樓展覽場地

 

「Mischievous 頑」藝術展覽

「頑」代表帶有童味玩意的心態,因此街頭藝術及塗鴉的藝術形態,有時是有點兒頑皮及惡
作劇,但也只是想表達藝術及想法。 「頑」是幾位藝術家的聯展,並將於聲花畫廊舉行,其中
更包括來自香港Bao、Uncle、Rainbo等。

日期：3月25至27日
地點：聲花畫廊 / 上環結志街52號一樓

 

「春曉」錢迪勵慈善油畫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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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著名油畫家錢迪勵以 19 世紀印象派的畫風,令人留下印象, 刻劃各種優美動人的大自然
景象,今回以個人慈善畫展名義,除 了展出系列作外,收益將撥捐中國播道會港福堂。

日期:即日起至3月26日
地點:ARTONE 中庭及 13 號店 / 灣仔港灣道 1 號會展廣場

 

「前後」展覽

今次展覽的參展藝術家包括董永康、楊嘉輝、創作團隊 L 十和宋 冬。董永康的作品《切
身》透過空間設置和動態裝置,改變觀眾 視覺主導下常態的觀看經驗,觀眾可以穿梭在特定
設計的空間 裏,探索各種感官,藉此塑造自身對身體的經驗以及自主意識。

日期:即日起至3月28日 
地點:香港島北角油街 12 號

 

「住 村 染」Tie Dye Exhibi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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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一個台灣人,一個香港人以紮染結下緣分,今次展覽除了紮染 外,亦包含了裝置藝術、音樂等
不同元素,在忙碌的工作找尋寧 靜。

展覽日期:3月19、20、25至28日、4月2至4日 
時間:10:00 至 18:00 

地點:旅人工作室 / 沙頭角雞寮  

 

「墨韻傳神」水墨畫展覽

「墨韻傳神─劉振夏人物畫展」展出逾 50 幅水墨人物畫,亦是他 首個在香港的展覽,他「不
展出、不賣畫、不送畫、不應酬」,今 次罕有地展出隱世 30 年的作品,實在不可一不可再。

日期:4月4日至4月5日 
地點:香港大會堂低座

 

「味無味間」余偉聯個人展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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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藝術家余偉聯自 2012 年以來的第五次個人展覽,展示的一組 全新作品,延續過往經驗,
嘗試尋找一種跨媒介創作手法。多年 來,余偉聯沿著「總體繪畫」的名題與思路,先後讓繪
畫跟不同 媒介包括攝影、裝置、素描、表演藝術等交往,而這次交往的主 角,便是繪畫與陶
藝。

日期:即日起至3月13日 
地點: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523 室

 

「危」楊碧琪個展

本地新晉藝術家楊碧琪的第一個個人展，「危」會展出玻璃、混合媒介及裝置作品，帶出
楊碧琪的個人情感，展覽的第二部分展出「The Victim」，這些作品以玻璃和金箔於畫布
上活現出動物被人類虐待的同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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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即日起至4月2日
地點：香港仔田灣海傍道7號興偉中心16樓1606室

 

沈偉:舞繪

沈偉一直以舞蹈和編舞家的身分所廣爲人知，但其實他在兒時開始訓練中國傳統戲劇同
時，已有學習山水畫以及書法，今次展覽結合了中國傳統山水水墨與西方抽象的表達，呈
現出一個全新而當代的視覺。

日期：3月20日至4月4日
地點：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麥禮賢夫人藝術館 

  

Kelvin Yuen「擁抱大自然」攝影展

土生土長Kelvin以19歲之齡就得到國際攝影比賽冠軍，今次第一個個攝影展，展出的30幅
作品的同時，得獎作品及其他以香港郊野公園作背景的相片，更有4張從未曝光的台灣合
歡山風景照，用相片帶大家一同走進大自然。

日期：3月21日至4月30日
地點：香港灣仔利東街 中庭展覽室

 
像素之後：動漫美學雙年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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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洲區著名的「動漫美學雙年展」，今屆於南韓、上海及香港舉行，香港區的展覽將以
「像素之後」為題，展示8位媒體裝置藝術家的「後像素」時代的藝術創作。藝術家包
括：莫奔、方琛宇、Tobias Gremmler、Max Hattler、葉旭耀、李穎姍、李天倫及黃炳。

日期：3月22日至4月17日
地點：九龍塘達康路18號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3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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